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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融環境變化使得銀行業經營面臨極大挑戰，種種複雜因素將影響其經營績效，故如何準確地找

出影響銀行經營績效的因素為一重要課題。因此，本文透過傳統計量經濟學的迴歸分析、文獻回顧的

方式以及專家的實務經驗，找出引響銀行經營績效之關鍵因素，並將因素分別歸為四大構面：股權結

構、獲利能力、安全性、總體經濟因素。運用 DEMATEL(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作為分析方法，將問題予以結構化，並找出其關鍵因素，觀察因素之間的影響路徑。針對

要素之間直接關係的有無或因素之間的關聯強度做「定量分析」。再者，選定準則與評量尺度，並對專

家訪談，並加以整合問卷，以及多角度的比較分析，找出各因素之間影響銀行經營績效之途徑，進而

達到本研究之目的。研究結果顯示，「逾放比率」、「放款利益率」、「營業利益率」、「資產報酬

率」、「稅前淨利率」、「股東權益報酬率」、「每股盈餘」為影響銀行經營績效之關鍵因素。本研究

的解決方案，具有相當的實用性，可以清楚看出因素間之因果關係，探討銀行之經營策略，來因應變

動快速的大環境並解決問題，以供銀行進行經營策略的調整。 

關鍵字：決策實驗室分析法、銀行經營績效、股權結構、財務比率、總體經濟因素 

ABSTRACT 

Changes in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make bank face great challenges, 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how to 

obtain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impact on the bank’s operating performance.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employ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pecialist to define the factors which are 

classified into four dimensions: ownership structure, profitability, security and macroeconomic factors. 

Furthermore, we use the DEMATEL (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 as the 

analytical method to catch the structurization of problem and the causual paths among the factor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determinants of affecting bank’s operation performance consist of NPL ratio, loan 

interest rate, operating profit margin, return on assets, earning before tax margin, return on equity and earnings 

per share. We uncover clearl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ctors. It would offer the business strategy 

and help the manager to cope with the rapid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bank. 

Keywords: DEMATEL,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Banks, Ownership Structure, Financial Ratios, 

Macroeconomic Factors 

1.緒論 

1.1研究動機 

我國於 1980 年以前，金融體系處於政府的嚴

格管制與保護；1980 年代以後，已逐漸走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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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加上過去出口擴張貿易政策之成效，對

外貿易產生鉅額順差，而在外匯存底不斷增加以

及國外要求開放本國金融市場的壓力下，政府逐

步開放國內金融市場自由化政策。而在 1991年，

財政部正式核准十五家新商業銀行之設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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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六月又再核准一家，這正是我國金融史上的

一大里程碑，打破國家壟斷金融業的第一步，也

對金融生態產生重大變化。在此之前，我國金融

業處於寡占局面，多是公營銀行主導，但隨著國

際金融環境變遷，政府逐步放寬各種管制，積極

推動金融自由化及國際化政策。然而，銀行進入

快速擴張，而政府又陸續同意多家信用合作社、

信託投資公司等改制為商業銀行，自此銀行便進

入百家爭鳴的戰國時期。但由於同質性過高，金

融創新不大，在過度競爭之下，銀行獲利空間大

幅縮減，各銀行為了生存及追求高獲利，開始採

取削價競爭、降低授信品質以提高獲利。另一方

面，又遭受國內經濟景氣下滑、存放利差縮小、逾

放比率升高、銀行弊端叢生、金融資產品質急遽

惡化，由於政府監督未能落實，導致當時銀行缺

失不斷。緊接著，在 1990年代末期，爆發了亞洲

金融風暴，因此，導致許多金融機構經營不善，逾

期放款比率攀高至 10%以上，以及資本適足率過

低的現象。為此，政府成立了金融重建基金

（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 RTC），其目的是

為了處理逾期放款與不良金融機構問題。隨著

RTC 的運作，銀行逾放比率逐漸改善，也舒緩了

全球金融危機對於台灣金融機構的衝擊。 

另一方面，在存款市場上，由於存款利率不

高，銀行為了拓展多元獲利來源，紛紛鼓勵客戶

將存款轉投資，因而導致銀行資金來源不足，使

得銀行經營績效受到限制。再者，放款市場上，由

於 2006年雙卡風暴影響，造成銀行業放款總額大

幅下降，利息收入因而逐年下滑。 

2008年爆發世界金融危機，造成投資銀行經

營陷入困境，甚至倒閉。然而，美國投資銀行一直

以來無視於高風險高槓桿所帶來的風險，美國五

大投資銀行之一的貝爾斯登，最早受到次貸危機

風暴影響，到了 2008年發生一連串難以彌補的金

融機構財務危機，而美林公司因財務危機被美國

銀行收購，接著雷曼兄弟宣告破產，隨之引爆了

美國金融市場眾多地雷，一連串事件爆發，迫使

美國承認無力挽回金融危機局面，財務危機蔓延

至世界各地，加深了全球經濟走向衰退。然而，美

國政府為了挽救經濟，在 2010 年 QE2進場、2012

年 QE3進場，種種皆是為了刺激經濟而施打的強

心劑。 

從「次貸風暴」、「兩房風暴」，到雷曼兄弟

垮台，後續效應不斷延燒，各國受到程度不等的

影響，其中歐洲各國大型金融機構紛紛傳出破產

消息；在亞洲方面，中國政府實施刺激股市和經

濟表現的政策，包括存款準備率和貸款利率調降、

印花稅減半以及增加中小企業補貼與出口退稅。 

而在這國際化的經濟環境之下，國際環境因

素也逐步影響本國經濟。在國內金融面，個人及

法人海外投資產生虧損、台幣貶值、痛苦指數加

深，然而隨著金融海嘯蔓延至亞洲，使得台灣股

市下跌相當嚴重；而在實質面，由於台灣股市重

挫，導至個人及企業財富縮水，故對我國實質面

有相當大的衝擊，不僅消費減少、投資縮減、經濟

重挫，再者，因金融風暴影響全球經濟，使得台灣

主要兩大出口國（美國、中國）經濟景氣趨緩、對

外需求減少，我國自主要國家訂單因此下滑，出

口成長也轉為負成長，導致所得與經濟成長下降，

人民消費縮減，經濟重挫。上述兩大面（金融面、

實質面）之改變，進而影響我國經濟成長率下滑

以及失業率上升。然而，上述台灣因種種經濟環

境影響，而有因應對策，政府提出景氣振興經濟

方案，涵蓋「刺激消費」、「振興投資、加強建設」，

以及「穩定金融、促進出口」三個基本政策方向，

另外中央銀行也調降存款準備率，釋出2,000億元

資金，以及調降貼放利率，並擴大公開市場附買

回操作機制、調整重貼現率和擔保放款，以增加

市場資金。 

銀行為臺灣金融業之命脈，其牽動著台灣整

體經濟，由於臺灣銀行業供過於求，導致銀行不

再是絕對獲利。再者，股權結構也是影響銀行績

效之一大因素，眾多文獻也顯示（林泉源,2009; 

Bhagat& Bolton, 2008），股權結構之持股多寡、

涉入深淺，皆是影響銀行績效之重要因素，故本

研究將股權結構分成「內部人士持股」、「機構投

資人持股」、「大股東持股」、「外部董事持股」、

「家族持股」五個部分。 

臺灣上市銀行該如何因應大環境變動，來有

效地評估並改善其經營績效，這不僅僅是銀行業

者的目標，也是投資人、存款大眾們所關心之議

題。因此，在這國際化環境之下，免不了國內外的

衝擊，使得銀行業競爭日趨激烈，且經營風險掌

控更加困難，故經營績效、財務管理格外重要。而

財務結構是否健全，我們可以從財務比率來判斷，

故本研究將針對股權結構、財務比率來分析銀行

之績效。 

本研究著重於股權結構、財務比率的問題結

構化與差異程度，故以決策實驗室分析法

（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作為分析方法。DEMATEL是用於解

決複雜的系統問題，在過去經常用於種族、機餓、

環保等問題（Fontela&Gabus, 1976），近年來陸續

應用在企業決策制定、分析全球問題等，在此，本

研究將套入此模型，目的為衡量各因素間的影響

路徑，進一步為銀行找尋到更佳的經營績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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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TEL是屬於幾何學結構模型，主要目的

是找出其關鍵要素，並探討因素與因素之間的關

聯性，進而觀察因素之間的影響路徑。針對要素

之間的直接關係有無或因素之間的關聯強度做

「定量分析」。再者，選定準則與評量尺度，並與

專家訪談進行問卷。本研究所專訪的7位專家都是

屬於資深從事銀行的經營與研究的人物，深具代

表性。與專家學者的訪談方式是經過，當面問卷

的深度訪談，問卷分析之後再做進一步確認與修

正。並加以整合，以及多角度的比較分析，找出各

因素之間影響銀行績效之途徑，進而達到本研究

之目的。 

本研究共分為五節，包括第一節緒論、第二

節文獻探討、第三節研究方法、第四節實證結果

及最後第五節結論與建議。 

1.2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將以台灣上市銀

行為研究樣本，進行實證分析，本研究的研究目

的可歸納為： 

一、探討台灣上市銀行之股權結構、財務比率與

公司績效間的關係。 

二、探討哪些財務比率對銀行績效的關鍵因素

為何？ 

三、找出關鍵因素之間因果關係之順序，分析銀

行在經營上應先注重哪些因素，加以改善

其經營績效。 

四、找出因果關係之順序後，探討銀行之經營策

略，來因應變動快速的大環境並解決問題。 

2.文獻探討 

本章將回顧股權結構、財務比率對公司績效

之相關文獻，並將文獻回顧分成兩部分，第一部

分為股權結構之相關文獻探討，主要區分股權結

構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效果；第二部分為財務比率，

集結了國內外學者之研究文獻，分析常用的變數，

探討財務比率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效果，並找出本

文的研究重點。 

2.1股權結構 

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最早由 Berle and Means

（1932）所提出，因管理者不具剩餘求償權與風

險分擔責任，於是其所追求的目標亦不再是公司

財富最大化，而是本身效用的最大化，因而產生

所有權人與管理者間的代理問題。 

綜觀現今國內外有關研究銀行績效之相關文

獻，大多是探討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間的關係，

國外文獻如 Jensen and Meckling（1976）、Jesen 

and Ruback（1983）、Barnhart and Rosenstein（1998）、

Duggal and Miller（1999）；而國內方面如何里仁

（2003）、洪榮華等（2005）、李馨蘋、莊宗憲

（2007），皆從不同的角度與因素探討股權結構

與公司績效之關聯。 

2.2財務比率 

單探討股權結構對公司績效的關聯性，較似

缺乏完整性，再者，國內外財務醜聞頻傳，銀行逾

放比率過高、投資失利、弊端叢生，使得財務比率

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國內外也有相關文獻探

討財務比率與公司績效間之關係（Beaver, 1966；

Roenfeldt and Cooley, 1978；簡銘宏, 1990；林思瑢, 

2001），故本研究另外加入財務比率來分析台灣

上市銀行之績效。 

財務比率（financial ratios）系由財務報表中擷

取計算出來，可用來作為判斷一家企業之經營、

獲利能力與財務結構的基礎。此外，隨著使用財

務報表者的不同，對於報表的分析會有不同的重

點，例如授信方最重視公司償債能力，其次為獲

利能力；證券投資者則最重視獲利能力，其次才

是償債能力；至於稽核人員則會最重視財務比率

的變動及各年趨勢的變化；而管理人員必須綜合

考量公司的獲利能力、財務狀況、營業情形、及公

司所有重大的變動事項；另外企業合併計畫的分

析人員，最著重的分析則在於個別公司資產負債

資訊的真實性、獲利能力、股票價格、以及合併後

預期可產生的綜效。 

一些研究建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Martin, 

1977; Kahya and Theodossiou,1999; 陳建宏,2007; 

余惠芳,2010）探討財務比率的預測能力是否具有

顯著。然而，在國內方面較具代表性之論文，薛秀

正（1996）以二十四項財務比率為變數，包括獲利

性、流動性、資本適足性、效率性、資產組合、成

長性等六項指標。利用ｔ檢定和無母數檢定進行

各類銀行經營績效之分析與比較，並以因素分析

來研究影響銀行的經營績效。研究結果顯示，本

國民營銀行與新銀行經營績效優於外商銀行也優

於公營銀行；外商銀行營業支出高於本國銀行；

新銀行資產報酬率與公營銀行無顯著差異，其淨

值報酬率卻低於公營銀行，不過新銀行之存放款

業務量尚未與公營銀行一致的水準，顯示新銀行

還有很大成長空間。 

本研究將探討股權結構、財務比率與公司績

效間之關係，檢視台灣銀行業與公司績效之相關

性，研究台灣上市銀行間之股權結構、財務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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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是否會影響公司的經營績效。 

3.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決策實驗室分析法（DEMATEL）

進行資料分析，因 DEMATEL 可分析因素彼此間

關連度，並且建立專家們對於公司績效的評估因

素間之因果關係。此外，本研究亦透過個人深度

訪談和問卷填寫的方式，求得專家受訪者對於本

研究相關議題的看法，以有助於蒐集到更深入、

詳盡的資料。 

3.1變數篩選 

在過去文獻中，有近百種財務比率被拿來使

用，至於哪一套財務比率組合較具有可靠性，至

今仍未有一套公定標準來依循。而本研究主要是

透過傳統計量經濟學的迴歸分析、透過專家實務

經驗而取得，以及與本研究目的相關之國內外文

獻中，較常採用且顯著的財務比率，來作為此一

變數。 

在國內文獻中，方錦雯（2014）研究探討我國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推動後，對營運

資金管理及公司績效關係是否有調節作用。其研

究採用資產報酬率(ROA)、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每股盈餘(EPS)及 Tobin’s Q 做為公司績效衡量指

標，針對樣本公司進行敍述性統計分析、相關係

數分析及單變量分析，最後以普通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模型進行迴歸分析。然而，

眾多文獻皆選用資產報酬率(ROA)、股東權益報

酬率(ROE)、每股盈餘(EPS)，當作衡量公司績效

之指標（吳雅菁,2015;陳勇宏,2015; 李青樺,2013）。

另外，一些研究（周夢柏,2002; 蔡耀宇,2003; 鍾

俊文、蔡毓芳 2004）採用了營業利益率、稅前淨

利率、存放比率、逾放比作為績效評估指標之一，

來探討影響銀行獲利之關鍵因素。 

1990年代的金融創新變成個人信貸違約的重

要因素。而在 2000 年後，全球金融商品發展多元

化且較熱絡，增加許多投資機會，同時也帶來市

場的不穩定性，因而使得銀行放款違約率增加，

針對備抵呆帳比有眾多相關文獻（林佳靜, 2001; 

陳衍宏, 2001; 周夢柏,2002; 蔡耀宇 ,2003; 鍾俊

文、蔡毓芳 2004）。目前為止，銀行主要獲利來

源還是來自授信放款業務，固然放款利息收入佔

銀行收入的一大部分，當銀行放款利益率提高，

獲利能力越強，績效表現越好（曾俊憲, 2008）。

然而，銀行的違約機率深深影響到績效，陳姵棋

（2011）研究結果顯示，對於臺灣銀行業違約機

率解釋力最高的財務變數，當中包含了流動準備

比率，而國內眾多文獻（劉欣欣 , 2012; 謝元

慶,2004）皆顯示銀行績效與流動準備比率呈現正

向顯著關係。 

張永芬(2012)實證結果顯示，當景氣穩定時，

銀行的資本適足率愈高，營運體質愈趨穩健，風

險愈能有效的掌控，伴隨著營運績效及獲利水準

的財務績效愈佳。眾多文獻(曾麗卿, 2014; 林建廷, 

2011; 張清山, 2002)發現資本適足率與銀行經營

績效呈現顯著關係。 

另一方面，在總體經濟因素部份，李沃牆、郭

宸臻(2012)研究結果顯示，當模型當中加入總體經

濟指標（經濟成長率、失業率），則模型解釋能力

將會提高。另外，陳林青（2004）認為當前一季經

濟成長率、物價水準、貨幣供給上升，以及經濟成

長、利率出現預料外的變化時，將不利於當期的

銀行獲利力。然而，GDP 為總體經濟因素中，不

可或缺的一項；是一定期間內，一個區域內的經

濟活動所生產出之全部最終成果（產品和勞務）

的市場價值，而楊秋羅（2013），透過修改 Ray & 

Keith 的模型(1995 年)，在總體經濟變數（利率、

通貨膨脹率與 GDP 的成長速度）的背景之下，建

構一個分析與預測公司績效(例如:ROA、ROE、

EBITDA之總資產)的模型。最後，這一份研究結

論與 Ray &Ketih的結果是一致，認為公司的業績

與經濟變數對企業績效是有影響的。 

陳惠仁（2012）認為失業率下降會使一公司

ROA、EPS上升；而台灣名目GDP年增率-季-(%)、

台灣 GDP 物價平減指數年增率(%)增加，則會使

公司的 ROA及 EPS 上升。 

在衡量企業的財務狀況及體質時，分析人員

採用的財務比率分析構面往往各有不同，各派專

家學者的主張眾說紛紜，而本文經過去學者們的

相關研究，採用最普遍而重要的經營績效評估架

構，包括「獲利性」、「安全性」兩個構面，作為

評估銀行績效的客觀標準。然而普遍認為，在衡

量、評估一企業時，應配合數種不同的構面來進

行，才能使分析具有整體性及完整性，故本研究

除了將股權結構與財務比率作為構面之一，也將

總體經濟因素納入其中來探討，大環境的走向是

否也牽動著銀行業的績效，而其與股權結構、財

務比率之間的因素影響路徑為何？ 

3.2變數解釋 

經由上述條件，本研究取得 15 項指標，每一

指標為一變數，其中，本文將財務比率分為兩大

構面，分別為「獲利性」、「安全性」。在兩個構

面下財務報表評估因素之定義共 11項。以下針對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VvYEcO/search?q=auc=%22%E6%96%B9%E9%8C%A6%E9%9B%AF%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3ExZa/search?q=auc=%22%E5%90%B3%E9%9B%85%E8%8F%81%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3ExZa/search?q=auc=%22%E9%99%B3%E5%8B%87%E5%AE%8F%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3ExZa/search?q=auc=%22%E6%9D%8E%E9%9D%92%E6%A8%BA%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adWFK/search?q=auc=%22%E6%9B%BE%E4%BF%8A%E6%86%B2%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NWtH2/search?q=auc=%22%E9%99%B3%E5%A7%B5%E6%A3%8B%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NWtH2/search?q=auc=%22%E9%99%B3%E5%A7%B5%E6%A3%8B%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_PLFj/search?q=auc=%22%E8%AC%9D%E5%85%83%E6%85%B6%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_PLFj/search?q=auc=%22%E8%AC%9D%E5%85%83%E6%85%B6%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iYF61U/search?q=auc=%22%E6%9B%BE%E9%BA%97%E5%8D%BF%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6851p/search?q=auc=%22%E6%9E%97%E5%BB%BA%E5%BB%B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1SrO1g/search?q=auc=%22%E5%BC%B5%E6%B8%85%E5%B1%B1%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AkML2N/search?q=auc=%22%E9%99%B3%E6%9E%97%E9%9D%92%22.&searchmode=basi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8F%E6%B5%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8F%E6%B5%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7%E5%93%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B3%E5%8A%A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Su.0./search?q=auc=%22%E6%A5%8A%E7%A7%8B%E7%BE%85%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Su.0./search?q=auc=%22%E9%99%B3%E6%83%A0%E4%BB%81%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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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11 項變數作說明： 

1.資產報酬率（ROA） 

資產報酬率表示所投資的每一塊錢資產能獲

取多少利潤，衡量銀行投資報酬績效的指標。而

銀行業的存款、向同業和政府拆款及舉債都屬於

銀行之負債，因此銀行負債比率都極高，故 ROA

就相當適合來分析銀行運用龐大資產的效率。若

ROA越高，代表資產效率運用越好；反之，則越

差。 

資產報酬率（ROA）＝
淨利

總資產
 

2.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股東權益意指全體股東的價值及資源，ROE

反應了企業運用資源產生利潤的效率。若 ROE 愈

高，表示股東投入企業資本之回收報酬率越高，

而其獲利能力愈佳，股東就可能享受到公司所給

予的獲利愈多。 

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淨利

股東權益
 

3.每股盈餘（EPS） 

EPS 是公司的獲利指標，對於公開市場股票

交易的銀行而言，每股盈餘和銀行的股價都有一

定的牽動性，因此這也是公司現有股東與投資人

衡量公司獲利的關鍵要素之一。EPS 為每家公司

每一股所能分到的淨利潤，意即股東擁有的每一

股，所能分得的公司淨利。若 EPS 越高，代表公

司獲利能力越好，越值得投資。 

每股盈餘（EPS）＝
稅後淨利

流通在外普通股加權股數
 

4.稅前淨利率 

稅前淨利即指公司在本業及本業外的所有收

入減去所有支出所得到之獲利數。當稅前淨利率

高時，代表公司運用所有公司資源的獲利能力強。

一家公司若連續多年都能維持高稅前淨利率，通

常代表公司運用所有資源來開源的能力強，也善

於控制成本。 

稅前淨利率＝
稅前淨利

銷貨收入淨額
 

5.營業利益率 

營業利益率為公司每創造一元的營收所能得

到的利潤，為反映一家公司本業獲利能力的指標，

是較穩定可預期的獲利。而其與毛利率的差別在

於毛利率只考慮直接因為生產產品所需要的成本，

而營業利益則是考慮了在取得收入的過程中所耗

用的一切成本，抑或公司體質轉佳的效益也會顯

現在營業利益率數字中。營業利益率反映企業經

營本業的能力，比率越高，表示獲利率越高。 

營業利益率＝
營業收入－銷貨成本－營業費用

營業收入 
 

6.放款利益率 

放款利益率為放款應得利息占放款總額的比

率，放款利益率越高，銀行所得放款利息越大。 

放款利益率＝
放款應得利息

放款總額 
 

7.流動準備比率 

流動準備是指收益性較低且具高度流動性的

資產由於銀行對於隨時可能發生的資金需求，例

如：應付存款提領及貸放等，必須維持一定的資

產流動性，才能維護存戶的利益及金融的安定。

因為金融機關收受各種存款除依銀行法規定提存

存款準備金外，其餘資金則須從事投資，以免再

大的資本坐吃山空，因此金融機關在決定投資內

容的同時，應兼顧收益性及流動性。所以銀行在

做投資組合時，部分作收益較高的組合外，需有

一定比例需顧及流動性，萬一發生很多客戶同時

大量提款時，法定存款 

準備金不足以應付，可以賣出流動準備換成

現金，以應付客戶提款之需。 

流動準備比率＝
中央銀行規定流動資產

應提流動準備之各項負債
 

8.存放比率=放款/存款 

存放比率是衡量銀行流動性風險的重要參考

指標。銀行的獲利主要來自於各種型式的放款業

務，然而，存放比通常小於 1，若比率愈高(存款

<放款)表示銀行的流動性愈低，亦即流動性風險

愈高。 

存放比率＝
放款

存款
 

9.資本適足率 

目的在規範金融機構操作過多的風險性資產，

以確保銀行經營的安全性及財務健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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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適足率＝
自有資本淨額

風險性資產總額
 

10.逾放比(Non-Performing Loans Ratio, NPL) 

銀行最主要的收入在於金融商品手續費及放

款的利息收入，逾期放款比率是評估銀行放款品

質的重要參考指標，若比率越高表示銀行放款品

質越差，存款戶的存款安全性越低，容易引發民

眾恐慌性擠兌。一般而言，逾放比率在 3％以下，

表示金融機構授信品質較佳。 

逾放比＝
逾期放款金額

放款總額
 

11.備抵呆帳比 

用以衡量放款收回的比例，如果備抵壞帳逐

年增加，表示公司對放款收回的可能性感到擔憂。 

備抵呆帳比＝
備抵呆帳

放款
 

3.3模型建立 

決策實驗室分析法（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最早是日內

瓦研究中心 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於 1970 年

代初期，以 Gabus 與 Fontela（1972, 1973）開發出

的「結構模型化」（Structural modeling）分析法；

通常用於尋找社會現象中的關係以及解決元素間

相依問題（Tzeng et al., 2007）。其為一套強而有

力的因果分析方法，可將複雜因素透過結構化模

型的建立，使分析結果變得更為清楚易懂。藉由

DEMATEL，可以將複雜問題當中多個要素間的

關聯做「量化」。並透過此方法將複雜的因果關係

結構，轉化成良好視覺效果的因果關係圖（Causal 

diagram），利用矩陣及相關數學式計算，並找出

因素兩兩相互影響程度，以利投資決策者易於直

接掌握問題全貌與整體架構，從而聚焦於關鍵要

素，並在多個要素之間得到優先次序、因果關係

影響路徑，以利提升決策分析品質。 

本研究問卷以財金領域專家為施測對象，必

須在業界資歷或從事公司財務教學 8 年以上，共

7 位專家接受問卷訪問，調查期間為 2016年 1 月

至 3月。 

DEMATEL架構與運算步驟： 

步驟一：決策目標與分析技法的確認。主要探

討問題結構化與關鍵要素，藉以思考

可行之策略；因此，採用 DEMATEL

作為分析技法。DEMATEL 屬於幾何

學結構模型（Structural model），主要

在於因素之間所產生的複雜關聯性作

探討，再從其結構性觀察因素的影響

路徑。並針對因素間的直接關係有無，

或因素間的關聯強度做「量化」分析。 

步驟二：評估準則與評量尺度的選定。首先，

以專家訪談與文獻回顧，做為評估準

則的選定，從這些因素當中，能確認

專家的決策目標與分析技法。而評量

尺度的選定，採用 DEMATEL分析法

的五等級尺度，分為「極有影響」、「很

有影響」、「有影響」、「稍有影響」、「沒

有影響」，分別給予「5點」、「4點」、

「3點」、「2 點」、「1點」。 

步驟三：專家意見的獲取與整合。運用

DEMATEL 分析法的問卷，訪談專家

意見並做整合，經過計算後，可獲得

初步的直接關係矩陣（𝑍𝑖）。並以矩陣

𝑍𝑖各行元素之合計中的最大值當分母，

再除以各元素，可以得出正規化之後

的直接影響矩陣（𝑋𝑖），如（1）式。 

X∗
𝑖𝑗=

𝑥1 𝑥2 … 𝑥𝑛
𝑥1
𝑥2
⋮
𝑥𝑛

[

0 𝑥12
∗

𝑥21
∗ 0

… 𝑥1𝑛
∗

… 𝑥2𝑛
∗

⋮ ⋮
𝑥𝑛1
∗ 𝑥𝑛2

∗
⋱ ⋮
… 0

]
 

而為了使專家意見落差不會太大，故將其標

準化，n為專家整合意見之數量，指標𝑋𝑖影響指標

𝑋𝑗的程度，並設對角因素X∗
𝑖𝑖=0。計算標準化直接

關係矩陣，標準化後的直接關係矩陣如下： 

𝑋𝑖＝
1

𝑀𝑎𝑥(∑ 𝑋∗
𝑖𝑗

𝑛
𝑗=1 ︱𝑖=1,…,𝑛)

X∗
𝑖𝑗 (1) 

利用標準化直接關係矩陣可以進一步求出間

接關係矩陣。再由直接與間接關係矩陣相加計算

出總影響關係矩陣Ti={t𝒾j}。 

𝑇𝑖={t𝒾j}=𝑋𝑖(I − 𝑋𝑖)
−1 (2) 

而{t𝒾j}代表因素間i影響因素 j 的程度，I為單

位矩陣。 

步驟四：多角度的比較分析，並建立要素因果

圖（Causal Diagram）。基於總影響關

係矩陣Ti，所計算出的每列總和為

D=∑ t𝒾j
n
i=1 ，每行總和為 R=∑ t𝒾j

n
j=1 ，再

分別計算出（D+R）代表準則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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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度（Prominence）、（D-R）代表準

則之間的關聯性（Relation）。再分別

以（D+R）為橫軸、（D-R）為縱軸，

繪製出要素因果圖，並以（D+R, D-R）

為數對，倘若因素越接近中心，則其

重要程度也過高。而當指標關係度為

負值，代表對銀行來說是偏向被影響

指標，利用要素因果圖可以更明瞭地

看出不同類型的績效結構之關聯順序。

若（D-R）為正數，則代表因素偏向強

勢族群，可視為成因性準則；若（D-

R）為負數，則代表因素偏向弱勢族群，

可視為結果性準則。 

 

 

 

圖 1 要素因果圖 

 

4.實證結果 

面對全球化的金融時代，更需要找出關鍵因

素，以改善銀行經營績效。本章節中，進行實證

研究，顯示銀行該如何應用此研究結果，成功促

使銀行績效提升。 

在銀行績效分佈圖中，「弱勢結果要素群」

有「R13.物價水平」、「R15.就業率」，其兩者皆

屬於「總體經濟因素」構面之下，說明專家不認

為「總體經濟因素」會影響銀行經營績效的結果；

而在「弱勢成因要素群」中有「R1.股權結構」、

「R8.流動準備比率」、「R9.存放比率」、「R10.

資本適足率」、「R12.備呆/放款」、「R14.GDP」，

這六項要素中有四項是屬於財務比率中「安全性」

構面項下。 

然而，在「強勢成因要素群」有「R11.逾放比

率」一項，而在「強勢結果要素群」有「R7.營業

利益率」、「R6.放款利益率」、「R2.資產報酬率

(ROA)」、「R5.稅前淨利率」、「R3.股東權益報

酬率(ROE)」、「R4.每股盈餘(EPS)」六項，其說

明了「R11.逾放比率」是唯一一個關鍵因素，進

一步影響「強勢結果要素群」六項。而「強勢結

果要素群」六項，全為財務比率中「獲利性」構

面項下，即說明了「獲利性」為影響公司績效結

果的重要因素。 

從圖的路徑來看，「R4.每股盈餘」是提升銀

行經營績效的強勢結果因素，而「R11.逾放比率」

則是提升銀行經營績效的關鍵因素。「R11.逾放

比率」、「R7.營業利益率」、「R6.放款利益率」、

「R2.資產報酬率(ROA)」、「R5.稅前淨利率」、

「R3.股東權益報酬率(ROE)」、「R4.每股盈餘

(EPS)」有直接的影響銀行績效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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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分佈圖 

 

「R4.每股盈餘」為影響銀行績效結果的最大

因素。欲改善「R4.每股盈餘」，首先銀行須重視

「R11.逾放比率」，評估銀行放款品質，做為參

考指標，而銀行目前最主要收入來自於手續費及

放款利息，故可藉由控管放款品質，加以擴大放

款等其他營業項目，藉而提升「R7.營業利益率」、

「R6.放款利益率」，接著再控制營業外收支項，

以提升淨利，另一方面，提高資產運用效率，進

而能使得「R2.資產報酬率(ROA)」、「R5.稅前淨

利率」上升，再者，股東權益屬於股東的價值與

資源，銀行可提升此運用效率，藉而提高「R3.股

東權益報酬率(ROE)」，由此「R4.每股盈餘(EPS)」

將會改善，以提升銀行經營績效。 

提升銀行績效的經營策略： 

R11.逾放比率→R7.營業利益率→R6.放款利

益率→R2.資產報酬率(ROA)→R5.稅前淨利率→

R3.股東權益報酬率(ROE)→R4.每股盈餘(EPS) 

5.結論 

1990年代末期，爆發亞洲金融風暴，銀行的

違約貸款使得逾放比大幅提升，而本國銀行逾放

比在 1998 年底突破 4%之後一路攀升，甚至在

2001 年底來到最高 11.26%；然而此現象在 2003

年時已逐漸改善，這是因為金融機構在 2002年期

間，大幅打消呆帳所故。到了 2008年金融風暴，

雖然台灣出口大幅縮減，但是銀行並沒有受到太

大的波及，這代表銀行逾放比已逐漸穩定。在這

金融全球化的時代當中，金融生態競爭激烈，各

因素皆是影響銀行經營績效的重要環節，而本研

究主要著重於股權結構、財務比率和總體經濟因

素面作探討。 

由 DEMATEL的結構化分析發現，影響公司

績效結果的因素為「獲利性」指標，而「R4.每股

盈餘(EPS)」是影響銀行經營績效之最大因素，然

而，影響「獲利性」指標之最關鍵因素為「安全

性」指標項下的「R11.逾放比率」。專家認為銀行

績效若要提升，首先須控管「R11.逾放比率」達

到一定水平之下，藉此擴大放款及其他營業相關

項目，以提升「R7.營業利益率」、「R6.放款利益

率」，接著再控制銀行營業外收支項目以提升淨

利，另一方面，將銀行資產運用效率提高，固然

R1股權結構

R2 ROA

R3 ROE

R4 EPS

R5稅前淨利率

R6放款利益率
R7營業利益率

R8流動準備比率

R9存放比率

R10資本適足率

R11逾放比率

R12備呆/放款

R13物價水平

R14GDP

R15就業率

(2.0)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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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的平均值是 13.5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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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升「R2.資產報酬率(ROA)」、「R5.稅前淨利

率」，再者，股東權益屬於全體股東的價值及資

源，銀行提升該部份資源運用的效率，「R3.股東

權益報酬率(ROE)」就會提升，然而，提高獲利效

率之下「R4.每股盈餘(EPS)」將會改善，每個因素

之間皆存在著因果相關性，如此一來，銀行經營

績效就會跟著上升。 

然而，本研究指針對銀行業做為研究對象探

討，並未將整個金融機構、金控公司下去做研究，

這對於未來金融整合環境來說，是有必要將這部

分納入分析，如此才更能貼近目前金融市場之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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